
喜乐 圣经(137次)

新约(52次)
福音书(13)
历史书(3)
保罗书信(25)

马太福音(0) 马可福音(0) 路加福音(1) 约翰福音(12)
使徒行传(3)
罗马书(4) 哥林多前书(0) 哥林多后书(2) 加拉太书(1) 以弗所书(0) 腓立比书(12) 歌罗西书(0) 
帖撒罗尼迦前书(6) 帖撒罗尼迦后书(0) 提摩太前书(0) 提摩太后书(0) 提多书(0) 腓利门书(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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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书信(11) 希伯来书(2) 雅各书(3) 彼得前书(2) 彼得后书(0) 约翰壹书(1) 约翰贰书(1) 约翰叁书(2) 犹大
书(0)
启示录(0)

律法书(0)
历史书(11)

预言书(0)

约书亚记(0) 士师记(1) 路得记(0) 撒母耳记上(0) 撒母耳记下(0) 列王记上(1) 列王记下(0) 历代
志上(1) 历代志下(6) 以斯拉记(0) 尼希米记(2) 以斯帖记(0)

创世纪(0) 出埃及记(0) 利未记(0) 民数记(0) 申命记(0)
旧约(85次)

以赛亚书(16) 耶利米书(2) 耶利米哀歌(1) 以西结书(1) 但以理书(1)
小先知书(10) 何西阿书(1) 约珥书(1) 阿摩司书(0) 俄巴底亚书(0) 约拿书(1) 弥迦书(0) 那鸿书(0) 哈巴谷

书(1) 西番雅书(2) 哈该书(1) 撒迦利亚书(2) 玛拉基书(1)

大先知书(21)
诗歌智慧书(43) 约伯记(2) 诗篇(14) 箴言(15) 传道书(10) 雅歌(2)

士 9:13 神和人~的新酒、飘飖在众树
王上 8:66 就都心中~、各归各家去了。
代上16:27 面前．有能力和~在他圣所。
代下 7:10 就都心中~、各归各家去了。

29:36 希西家和众民都~、是因　神
30:21 大大~、守除酵节七日．利未
30:25 以及犹大寄居的人、尽都~。
30:26 在耶路撒冷大有~、自从以色
30:26 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~。
尼 8:10 耶和华而得的~是你们的力量
 8:17 有这样行．于是众人大大~。
伯20: 5 不敬虔人的~不过转眼之间么
22:26 你就要以全能者为~、向　神
诗 5:11 愿他们~、时常欢呼、因为你
13: 4 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~
16:11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~．在你右
30:11 我的麻衣脱去、给我披上~．
34: 2 夸耀．谦卑人听见、就要~。
43: 4 到我最~的　神那里．　神阿
45: 7 用~油膏你、胜过膏你的同伴
69:32 就~．寻求　神的人、愿你们
90:14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~。
90:15 我们遭难的年岁、叫我们~。
97:11 义人．预备~、是为正直人。
119:24 是我所~的、是我的谋士。
119:35 的命令．因为这是我所~的。
137: 6 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~的
箴10:28 必得~．恶人的指望、必至灭
11:10 合城~．恶人灭亡、人都欢呼
12:20 诡诈．劝人和睦的、便得~。
14:10 知道．心里的~、外人无干。
15:13 心中~、面带笑容．心里忧愁
15:20 智慧子使父亲~．愚昧人藐视
15:23 自觉~．话合其时、何等美好
15:30 眼有光使心~．好信息使骨滋
17:21 愁苦．愚顽人的父、毫无~。
17:22 ~的心、乃是良药．忧伤的灵
21:15 使义人~、使作孽的人败坏。
29: 2 民就~．恶人掌权、民就叹息
29: 3 使父亲~．与妓女结交的、却
29: 6 自陷网罗．惟独义人欢呼~。
29:17 你得安息、也必使你心里~。

传 2: 1 我以~试试你、你好享福．谁
 2: 2 狂妄．论~说、有何功效呢。
 2:26 和~．惟有罪人、　神使他劳
 3:12 道世人、莫强如终身~行善。
 3:22 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~．因
 5:19 在他劳碌中~．这乃是　神的
 5:20 因为　神应他的心使他~。
 7: 3 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~。
 7:14 你当~．遭患难的日子、你当
12: 1 我毫无~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
歌 3:11 心中~的时候、他母亲给他戴
 7: 6 好．何其可悦。使人欢畅~．
赛 9: 3 加增他们的~．他们在你面前
14:29 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~．
24:11 一切~变为昏暗．地上的欢乐
30:29 并且心中~、像人吹笛、上耶
32:14 作野驴所~的、为羊群的草场
41:16 你倒要以耶和华为~、以以色
43:14 逃民、都坐自己~的船下来。
55: 2 那美物、得享肥甘、心中~。
56: 7 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~．他
58:13 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~、称安
58:13 称安息日为可~的、称耶和华
60:15 永远的荣华、成为累代的~。
61: 3 ~油、代替悲哀、赞美衣、代
61: 7 分中所得的~、必代替所受的
66: 5 使我们得见你们的~．但蒙羞
66:11 的荣耀、犹如挤奶、满心~。
耶11:15 殿中作什么呢．你作恶就~。
49:25 我所~可称赞的城、为何被撇
哀 1:21 因你作这事他们都~。你必使
结35:15 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~
但 6:23 王就甚~、吩咐人将但以理从
何 7: 3 使君王欢喜、说谎使首领~。
珥 1:12 都枯干．众人的~尽都消灭。
拿 4: 6 楚．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~。
哈 3:18 和华欢欣、因救我的　神~。
番 3:17 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~、默
 3:17 默然爱你、且因你~而欢呼。
该 1: 8 我就因此~、且得荣耀．这是
亚 9: 9 应当大大~．耶路撒冷的民哪
10: 7 活．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~。

玛 3:12 因你们的地必成为~之地。
路 1:14 有许多人因他出世、也必~。
约 3:29 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~
 3:29 甚喜乐．故此我这~满足了。
14:28 就必~、因为父是比我大的。
15:11 是要叫我的~、存在你们心里
15:11 里、并叫你们的~可以满足。
16:20 世人倒要~．你们将要忧愁、
16:20 然而你们的忧愁、要变为~。
16:22 你们的心就~了．这喜乐、也
16:22 了．这~、也没有人能夺去。
16:24 得着、叫你们的~可以满足。
17:13 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~。
20:20 们看．门徒看见主、就~了。
徒13:52 门徒满心~、又被圣灵充满。
14:17 叫你们饮食饱足、满心~。
16:34 家、因为信了　神、都很~。
罗12:12 在指望中要~．在患难中要忍
12:15 与~的人要同乐．与哀哭的人
14:17 公义、和平、并圣灵中的~。
15:13 将诸般的~平安、充满你们的

林后12:10 为可~的．因我什么时候软弱
13:11 愿弟兄们都~．要作完全人．
加 5:22 ~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
腓 1:25 在所信的道上、又长进又~．
 2: 2 的意念、使我的~可以满足。
 2:17 也是~．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
 2:17 乐．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~．
 2:18 你们也要照样~、并且与我一
 2:18 照样喜乐、并且与我一同~。
 2:28 就可以~、我也可以少些忧愁
 3: 1 你们要靠主~。我把这话再写
 4: 1 你们就是我的~、我的冠冕．
 4: 4 你们要靠主常常~．我再说、
 4: 4 常喜乐．我再说、你们要~。
 4:10 我靠主大大的~、因为你们思

帖前 1: 6 蒙了圣灵所赐的~、领受真道
 2:19 我们的盼望和~、并所夸的冠
 2:20 就是我们的荣耀、我们的~。
 3: 9 因着你们甚是~、为这一切喜
 3: 9 为这一切~、可用何等的感谢
 5:16 要常常~．

aBibleTool v0.94.2008.10 1 喜乐 xǐ lè

http://www.abibletool.com


喜乐 xǐ lè

来 1: 9 用~油膏你、胜过膏你的同伴
12: 2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~、就轻看
雅 1: 2 百般试炼中、都要以为大~．
 1: 9 卑微的弟兄升高、就该~．
 5:13 告。有~的呢、他就该歌颂。

彼前 1: 6 你们是大有~、但如今、在百
 1: 8 说不出来、满有荣光的大~．

约壹 1: 4 有古卷作我们〕的~充足。
约贰 1:12 当面谈论、使你们的~满足。
约叁 1: 3 如你按真理而行、我就甚~。

 1: 4 我的~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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